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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法     律 

              
 
A. 國際獅子會商標政策 
 

1. 一般商標政策。為依法保護國際獅子會及所有會員、分會與區(單、副及複合區，

在此稱為 “區”)，獅子會的名稱及標誌(及其變化體)在全世界各國家註册為商標，

國際獅子會具有法律責任警告違反國際獅子會商標者，並採取所有必要步驟以預防

及防備任何違法使用所產生的法律風險。   
 
a. “商標”之定義。 

獅子會任何現有及未來的名稱、標誌、標識、圖章、註册商標、及其他商標利

益，其中包括但不拘限獅子會會員、獅子會、女獅、青少獅、國際獅子會或國

際獅子會等名稱。 
 

b. 國際獅子會的標誌。 國際獅子會及各授證分會應採用下面所示之標誌。每一分

會只能使用此國際獅子會的官方標誌。 
 

      
 

c. 商標註冊。國際獅子會商標之註冊與管理皆由法律司負責。凡獅子區(單、副及

複合區)、分會、會員可申請註冊。 
 

d. 青少獅會會員、女獅會員，或其他官方活動。 分會與區遵照管理這些活動之政

策輔導青少獅會與女獅會、官方比賽、及青少年營或其他官方活動，可自動授

權允許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只要不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在任何供販賣之物品

上，或者其他可以自分會用品分發司或持有官方執照公司取得之物品。 
 

e. 有執行並報告違法使用之職責。 所有的國際獅子會幹部、理事會指派委員、總

監議會議長，及副總監有責任同意遵守及鼓勵執行國際獅子會商標政策，並向

法律司報告任何及所有違法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事情，每年向法律司提送接受

此項職責之書面同意書。 
 

f. 品質及內涵的一般標準。為維持國際獅子會商標的一般品質及內涵，國際獅子

會的商標不得使用於，可能冒犯牽涉到獅子社區或損害名譽或國際獅子會的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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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獅子會之運作。  國際獅子會之幹部、理事、及經授權職員，有權使用國際獅

子會商標於宣傳、促進獅子會目的、一般運作等，只要此類用途遵守國際理事會不

時所通過之政策。一般運作應包括但不限於國際年會、分會用品、獅子雜誌、企業

界贊助、夥伴合作，及其他國際獅子會活動和刊物。所有新商標之註冊應列入有關

司、部門或活動之預算。所有商標之續約費用應由法律司負責。 
 

3. 國際獅子會所提供非會費收益之活動。國際獅子會於可能的情形下，不時提供特

別的非會費收益活動及服務贊助給所有會員。來自使用國際獅子會的商標收入於非

會費收益活動將計入一般資金。下列產品/活動不得為國際獅子會非會費收益活動: 
保險產品、房貸、健康產品、金融服務 – 除信用卡收益活動。 
 

4. 自動許可獅子會會員、分會、區使用。 獅子會會員、分會、區自動獲得准許可使

用國際獅子會商標於宣傳、促進獅子會目的、分會或區運作，例如贊助活動、方

案、社區服務，及其他活動，只要此類用途遵守國際理事會不時所通過之政策，不

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於任何供販賣之物品上或者其他可以自分會用品分發司或持有

官方執照公司取得之物品。 
 

a.  印刷材料。 獅子會會員、分會、區於分會及區正當之運作及宣導有關之印刷

材料上(如信箋、名片、信封、及宣傳冊)，可自動取得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許

可及執照，只要這些物品不是販賣品。 
 

b. 數位媒體的授權。獅子會會員、分會、區，可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於其網

站、社交媒體或其他數位媒體的應用，並可包含於區域名稱內和個人的電子

郵件地址的一部分，所有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必須遵守不時通過的國際理

事會政策和程序，此類使用須明確標識是會員、分會、區，以確保不被認為

內容來源是出自國際獅子會。 
 

c. 下載標誌。獅子會會員欲複製國際獅子會商標可自國際獅子會網站下載所提供

的官方格式。只有這些商標能以電子或其他方式複製。 
 

5. 授權獅子會會員、分會、區使用。 除了本政策規定自動取得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

許可及執照外，下列為可授權獅子會會員、分會、區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的事項: 
 

a.使用帶有國際獅子會商標之物品。 授權獅子會會員、分會、區可使用、購買、

販賣由分會用品分發司或持有官方執照公司所取得帶有國際獅子會商標之物

品。若分會用品分發司或持有官方執照公司沒有之物品，分會及區有權使用、

購買、製造、分發或販賣帶有國際獅子會商標之物品，根據以下的條件: 
 

(1) 自動取得許可及執照於服飾項目 (背心除外):  所有除背心外之服飾，獅子

會會員及區自動取得許可及執照以使用、購買、販賣、製造或分發帶有國

際獅子會商標之物品，於一年度內只要每一單項目不超過三十(30) ，分會

可自動取得許可及執照以使用、購買、販賣、製造或分發帶有國際獅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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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之物品。每一單項目不超過三十(30)或每位會員一(1)件數目之規定，

視一年度內何者為多。為達到本節之目的，服飾項目定義為衣著，如可以

穿戴、保護或裝飾身上的帽子、襯衫、領帶。 
(2) 所有其他項目須要核准:於一年度內所有背心及服飾超過三十(30) ，及所有

其他還未註明之項目、獅子會會員、分會、區希望使用、購買、販賣、製

造或分發帶有國際獅子會商標之物品，須取得分會用品分發司或法律司的

核准以及決定支付執照費用及/或商標專利權使用權利金額。 
 

b. 贊助分會或區方案 
 

(1) 授權分會及區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於標有區及/或分會名稱及/或標誌之贊助

方案，如下所示，只要區或分會名字清楚地標示於所有此類用途上，並且這

些用途不與國際獅子會之目的衝突，而且也不與國際獅子會或獅子會國際基

金會之活動、節目或所有存在物競爭，以及: 
 

i. 若贊助者或方案是屬於分會及/或一區(單或副)之方案，則與此方案有

關的分會及/或區可自動核准使用國際獅子會的商標。 
 

ii. 一個以上的副區及/或複合區為贊助者或參與的方案，贊助者應取得

該複合區總監議會之許可。 
 

iii. 一個以上的複合區為贊助者或參與的方案，贊助者應取得每一複合區

總監議會及法律司的許可。 
 

(2)  授權分會及/或區贊助者可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於書面溝通或宣傳的材料，

但須遵守國際理事會不時通過的政策，並須符合下列條件:  
 

i. 贊助方案之分會及/或區名以及國際獅子會商標應清楚標出； 
 

ii. 任何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須遵守分會及/或區方案的範圍與期間；及 
 

iii. 分會及/或區授權贊助終止時，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之授權亦自動終

止。 
 

c. 獅子會行動應用程式。獅子會和區若要聯繫或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於行動應用程

式內必須事先獲得法律司的書面許可。 

 
 

d. 非會費收益之活動。分會、區、獅友支持的基金會、或其他獅友支持的實體(以
下皆稱為 “贊助者”) 在其所限定的境界內，根據以下的條件可以提供非會費收益

活動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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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會費收益活動及服務不能與國際獅子會所支持的既存活動競爭或衝突，除

非經由國際理事會授權。唯有目前無類似的活動存在時，可允許使用國際獅

子會商標於該項贊助有關的活動。 
 

(2) 非會費收益活動及服務贊助者必須提出申請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申請時應

分別附上複合區總監議會或區內閣會議之支持此活動之決議。國際獅子會可

能需要其他必要之文件，以考慮此項申請。 
(3) 欲取得國際獅子會授權使用商標，贊助者必須同意審查包括任何登在網路在

內的所有文宣資料，以確保遵守國際理事會商標政策所規定的一般標準的品

質及內涵。在勸募之前，所有的資料包括網站的設計案，都須提送法律司核

准。 
 

(4) 國際獅子會商標印製於被提議的勸募物品及其他項目上，或者其他貼上國際

獅子會商標的物品，必須能清楚辨識贊助者，若用於信用卡，也包含在內。 
 

(5) 贊助者及非會費活動的製造供應商同意支付總收入之 10%，或者製造供應

商給贊助者的淨利，視何者較少，做為國際獅子會商標的使用權利金。財政

司至少每年將與每一有使用執照之贊助者連絡以決定他們應付國際獅子會使

用商標之權利金之金額。鼓勵每一贊助者有權檢查製造供應商的所有相關記

錄與文件，以證實商標專利權使用權利金之金額正確性。 
 

(6) 國際理事會有權通知贊助者，以及任何包括製造供應商在內，取消使用國際

獅子會商標之權利。在適當可行之下，任何取消行動，應考慮贊助者及/製
造供應商之契約義務。若國際獅子會取消國際獅子會商標之使用執照時，應

要求製造供應商立即終止並停止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 
 

(7) 贊助者及非會費活動的製造供應商可使用國際獅子會所提供之會員名單做該

活動宣傳，但此會員名單之使用僅限於此，不可以複製或做任何其他目的來

使用。若製造供應商及/或非會費活動的製造供應商將此會員名單使用於本

活動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國際獅子會有權可立即取銷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

的授權。此項取銷，在發出通知給違法一方時立即生效。向複製或未經授權

任何不當使用會員名單的贊助者及/或非會費活動的製造供應商罰款 5000 美

元。 
 

e. 區核准國際年會旅行的協調人。 授權區可背書支持一旅行協調人來協調旅行及

/或與國際年會活動有關的旅遊。背書支持國際年會活動協調人的申請必須寄給

國際獅子會年會司。若國際年會活動的協調人須要使用國際獅子會的商標於旅

行的簡章或類似有關的文章，旅行協調人須向法律司提送下列事項: 
 

(1) 旅行簡章之樣本或類似的文件，須包括以下聲明: “國際獅子會及獅子區

(單、副及複合)不負責任何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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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 25 美元的獅子會商標使用費。 
 

6. 基金會。 國際理事會或其指派人、法律長，可授權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於除獅子

會分會及區以外的任何合法之實體 (以下稱為 “基金會”) ，但此基金會必須先填寫

並呈交附錄 A 中的申請表。在授權之前，基金會必須先提供足夠文件，以證明此

基金會所提議的活動符合下列所規定的條件。 
 
a. 基金會名稱。申請之基金會名稱應: 

 
(1) 基金會名稱包含獅子會； 

(2) 基金會名稱包含社區、城市、區、州、地理區或其他地方所指定；  

(3) 不得與國際獅子會或獅子會國際基金會衝突或與之混淆；以及 

(4) 基金會名稱不得含有“國際獅子會” 。 

b. 必要的管理文件。所提議基金會之組織章程及內部規章及/或其他管理文件(以
下稱為“管理文件”) ，必須包含以下之規定: 

 
(1) 至少多數的理事會成員是獅子會正常會員； 

(2) 修改其管理文件必須經過該基金會的一般會員在區年會或定期年度會議中通

過；   
 

(3) 會員是由獅子會或獅子會的正常會員組成；  

(4) 不可委託投票；及  

(5) 基金會不可向其會員收取會費。 

c. 目的。 申請之基金會之目的，必須能推展國際獅子會之目的並加強國際獅子會

的形象。申請之基金會不可與國際獅子會及國際基金會的活動、節目、或存在

有衝突。任何其他有關因素亦須考慮到。 
 

d. 核准成立。若申請之基金會是由單一分會或由三個（3）或更少的分會組成之

團體，必須提交證明各贊助獅子會已核准成立基金會之文件。若申請之基金會

是由單一或以上之區(單、副或複合)或由四個（4）或更多的分會組成之團體，

或其名稱含有區(單、副或複合)階層參與贊助，必須提交證明所有各區已核准

成立基金會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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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年度提報之規定。該基金會每年必須提交目前的管理文件以及現任幹部名單給

法律司。 
 
f. 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核准之基金會必須使用國際獅子會之名稱及標誌，並很

明顯的展示於其名稱和運作上，包括文章、宣傳材料與活動。使用國際獅子會

之商標必須遵守國際理事會不時所通過之政策。該商標不能使用於任何販賣之

物品上，或者其他可以來自分會用品分發司或持有官方執照公司之物品。 
 
g. 撤銷執照。符合在此規定之條件成立的基金會可被撤銷使用國際獅子會之商標

的執照。唯有基金會繼續符合在此規定之條件，才能繼續使用。基金會必須每

年向法律司提供其目前的管理文件及附上贊助者名單。不繳基金會的管理文件

將得到撤銷執照之後果。 
 

7. 官方執照。 分會用品分發司可以與全世界各地的製造商或其他製造供應商進行簽

訂同意書，以提供會員、分會、區帶有國際獅子會商標之物品。執照同意書上之期

限由分會用品分發司決定並應包含所有販賣物品之執照費用及/或商標專利權使用

權利金 。 
 

8. 年會交換別針。下列為年會交換別針之規定: 
 

a. 國際年會交換別針之定義。國際年會交換別針是帶有國際獅子會註冊商標的別

針:  
 

(1) 向經授權執照商訂購；  

(2) 明確標示分會，區（單，副或複合）或會員的姓名，以確保不會認定國際

獅子會為別針的來源 ；  
 
(3) 於獅子會年會或類似活動只限於交換或禮品之目的； 

(4) 遵守國際理事會所核准之國際獅子會商標政策； 

(5) 必須包含商標法所規定之永久記號®；  

(6) 別針背面須包含執照商之標誌； 

(7) 別針背後可以用 單一針帽、多針帽、安全別針、直針、粘扣、或螺絲配

螺帽來固定。 
 
(8) 不得指定或涉及任何獅子會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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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不得為表揚、特殊成就、訓練、獎勵或支持任何獅子會團體或夥伴而製造

之別針；  
  
(10) 不得為出席或參與獅子會會議或特殊活動而製造之別針；及  

(11) 不得為首飾或與獅子會官方分會用品目錄上之同等級別針，或國際獅子會

分會用品分發司不時印製之特別販賣宣傳冊或傳單之別針。 
 

i. 官方之會員徽章不得為國際年會交換別針。  
 

ii. 獅子會國際年會交換別針只能由分會用品司及/或持有官方執照授權之

製造商所販賣或分發的別針。 
 

9. 年會接待委員會。 國際年會之接待委員會可使用國際獅子會商標於國際年會之宣

傳，包含接待委員會在國際年會之前，期間所販賣的物品，須取得年會司及法律司

之許可並繳納他們所決定之商標專利權使用權利金。 
 

10. 執行商標政策。 於此國際獅子會既為國際獅子會商標的所有人，具有法律責任警

告違反國際獅子會商標者，並採取所有必要步驟以預防及防備任何違法使用所產生

的法律風險。  
 

a. 獅子會會員、分會及/或區違法使用。 若國際獅子會收到足夠的證據，顯示獅

子會會員、分會或區有任何違法使用、販賣、購買、製造帶有國際獅子會商標

之商品後，可立即通知個人或實體停止及終止此違法使用，並徵收按本政策所

規定與商標專利權使用權利金等值的金額，或國際理事會或法律司所決定之其

他適當的行動。 
 

b. 獅子會會員、分會及/或區繼續違法使用。若國際獅子會收到足夠的證據，顯示

獅子會會員、分會或區在接受通知後，繼續違反國際獅子會之商標政策，國際

獅子會有權採取下列任何或全部之行動: 
 

(1) 分會於國際理事會指示下開除該違法會員，若該分會不照指示開除該會員，

國際獅子會可將此分會置於“不正常地位”，及/或國際理事會撤銷其授證。 
 

(2) 國際理事會評估額外的制裁 
 

(3) 採取適當的法律行動以堅持國際獅子會商標之權益。 
 
 
B. 使用資金政策 
 

1. 獅子會活動所募集資金之一般政策。所有向公共募集的資金必須用於有益於獅子

會所在之社區與民眾。國際憲章暨附則與公司章程( “管理文件”) 規定授證獅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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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圖利於其分會或其獅子會員。因此，所有向公共募集資金的淨所得，必定不得

圖利於獅子會員或其他私人或實體。這些政策旨在提供分會綱領以符合國際獅子會

之目的。透明化是決定資金如何使用之要項，必須能取得獅子會運作之社區民眾之

信任。獅友如何使用資金必須符合所在地管轄之法律及稅法之規定。 
 
a. 公共/活動資金之定義。由公共活動中募集之資金，民眾捐款、遺產，以及由公

共資金投資所累積款項都是公共活動之淨收入。 
 

b. 行政資金之定義。行政資金來自獅子會員會費、罰鍰、廣告收入、租金及其他

個人獅友之捐款。這些資金可使用於公共方案或獅子會內部使用，例如會議及

年會費費用、法人會費、稽核費用、新聞通訊、會刊及其他分會及/或區運作及

行政費用。 
 

2. 募款活動之直接費用。公共募款活動之直接費用可由募款活動之收入扣除，以補

充於募款活動之行政資金。 
 

3. 獅子會財產。   
使用分會及區所持有財產來募集資金之淨所得，可依下列綱領，按比率來支付財產

之營運及維持費用。 
 
a. 財產使用於公共目的。財產的運作及維護費用可以由公共資金支付以支持該財

產使用於公眾。 
 

b. 財產使用於行政目的。如果該用途為獅友的福利，財產的運作及維護費用必須

由行政資金支付。 
 

c. 混合使用之財產。當獅子會適當地為公眾及行政目的使用，則費用可以依照該

財產公共用途使用時間之比率，照比率計算從公共資金支付。例如，獅子會館

所有 20%的時間使用於公共用途，則財產的維護及運作費用的 20%可以用公共

資金報銷。 
 

4. 政治活動。 由於獅子會是非黨派之慈善組織， 獅子會及區(單、副或複合)不得將

公共捐款或行政資金用來支持當選官員或地方、州、聯邦之候選人或外國官員。 
 
 
C. 憲章解釋  

   
1. 國際組織地位－區組織         

國際理事會應在此宣佈與複合區有關事務為一整體之事務，包括但不限制會費結

構、複合區年會或其他類似性質之事務，複合區所屬各副區之憲章及附則，應與國

際獅子會及該複合區之憲章及附則，以及國際理事會之政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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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澄清憲章地區－ 歐洲             
國際理事會應在此定義 118 區(土耳其)為包括歐洲之憲章區之一部分。  
 

3. 澄清憲章地區－歐洲    
國際理事會應在此定義歐洲憲章區包括 128 區(以色列)。 
                   

4. 解釋 “國際理事會所選擇之貨幣”一句 
國際憲章及附則所述之 “國際理事會所選擇之貨幣” 是指美元直至國際理事會選擇

其他之貨幣。      
                                                                       

5. 解釋國際獅子會前任總會長之空缺         
國際理事會由於前任總會長死亡所産生之空缺應保留至該職位之繼任者遞補。 
 

6. 解釋"前任總監"一詞                       
前任總監一詞應解釋為最後任滿經選舉或指派總監之獅友(無論生存或死亡) 。 
 

7. 解釋出現於國際憲章及附則“元及分”一詞             
出現於國際憲章 “元及分”一詞應解釋為美元及美分(US$)/(US￠)。   
        

8. 解釋”自由轉移”一詞               
“自由轉移”一詞即合法將當地貨幣之國際獅子會資金兌換為美元並轉入該國以外之

國際獅子會存款帳戸。 
                                                                             

9. 現任國際幹部、前總會長、前國際理事、總監議會議長、前總監之代表地位。 
現任或前國際幹部於國際或區(單、副、複合或臨時)年會中在該分會正代表名額之

外給與正代表之權利，只准投票選舉各職位及年會須投票表決之提案。  
    

10. 解釋 “在其社區良好道德特質及良好名譽”一詞                        
出現於國際憲章第八條第 2 節之 “在其社區良好道德特質及良好名譽” 一詞是適用

於現任獅子會會員及凖獅子會會員。  
       
若準或現有獅子會員犯罪或被法庭判決道德墮落之罪行則不符合在其社區良好道德

及良好名譽之標準應開除其會籍。  
 
 “道德敗壞”一詞的定義，應依照國際獅子會經授證分會所在區的法律之規定。 
        
若準或現有獅子會員已因道德墮落之罪行被正式起訴，或被法庭判決，此人不符合

在其社區良好道德及良好名譽之標準。直至就此事已有約束力的最終判決並且此人

已清除所有此類的指控。在此情況下，該分會應開除此人的會籍，直至此人已清除

所有道德墮落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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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人清償了其道德敗壞罪律條款，而且不再有任何進一步的限制，此人可能

有資格成為獅子會會員，如果分會確定此人已經充分證明了在其社區具有良好的道

德品質和良好的信譽。  
  
但在特殊情況之條件下，有必要立即採取行動，以防止損害國際獅子會或民眾，或

者維護國際獅子會的形象，憲章暨附則委員會和國際理事會有權審查該獅子會會

員，並採取任何和所有適當的行動。 
 

11. 解釋國際憲章中 “空缺”一詞                
國際憲章第五條第 4 節之 “空缺” 一詞應解釋為既存及預期的空缺。   
                                                                            

12. 修正區地理境界                     
凡區(單、副或複合) 憲章暨附則有規定其區地理境界，該區必須正式修改其管轄文

件以符合變動或者更改之區境界。此項修正更改區境界以符合管轄文件，如同其他

議案之修正，須得多數贊成。  
 

13. 由緊急儲備金轉至一般基金之使用 
應遵循緊急儲備金之最高限度是前一年國際獅子會總支出的 70%及自此之後的未

來收入，可用於支付所有獲授權的國際獅子會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獅子雜誌之出版

及運費。 
 

1314.被選舉資格之釋義 
“還須符合憲章及附則之被選舉資格” 之觀念解釋如下: 
 
a. 第三副總會長或國際理事候選人之提名已於特定的國際年會舉行日期所需要的

日數或者之前完成，在此情況下，依照國際附則中所規定的有效期間，該項特

定的國際年會，應以三(3)兩(2)個連續的國際年會的其中一(1)年計算。 
 

b. 提名的有效期間之計算始於候選人具有被選舉資格。若於特定的國際年會，候

選人尚未具有被選舉資格，則按此有效期間的規定，此特定的國際年會不計為

三(3)兩(2)個連續的國際年會的其中一(1)年。例如，得到提名證明但未具被選

舉資格的特別情形包含如下，但不以此為限: 
 

(1) 若第三副總會長或國際理事候選人所在區(單、副或複合)之提名少於特定的國

際年會舉行日期所需要的日數之前才完成，此情況下，該候選人於此特定的國

際年會沒有被選舉資格。 
 

(2) 若第三副總會長或國際理事候選人所在複合區之提名少於特定的國際年會舉行

日期所需要的日數之前才完成，在此情況下，依照(副及複合)兩個區的提名證

明都須於有效期間的規定，該候選人副區之提名可移至下一年，而此特定的國

際年會不計為三(3)兩(2)個連續的國際年會的其中一(1)年(即使副區之提名證明

已於特定的國際年會舉行所需要的日數或者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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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隨後之國際年會於提名之單區或複合區內舉行，該候選人於此特定的國際年

會沒有被選舉之資格。 
 

(4) 此外，若 第三副總會長或 國際理事候選人得到一個特別的單區或複合區提

名，但同一單區或複合區現在有一位國際理事 幹部，則該候選人尚未具有被

選舉之資格，直到現任國際理事 幹部 完成任期之國際年會才具有。 
 

1415.解釋 “會員在其分會之會籍須至少一年又一天” 一句。 
 國際憲章及附則所述之 “會員在其分會之會籍須至少一年又一天”，應解釋如下： 
 

a. 轉入分會之轉會會員須至少一年又一天，此轉會會員才可計入該分會計算正代表

名額之會員人數內。 
 

b. 分會之復籍會員不得少於一年又一天，此復籍會員才可計入該分會計算正代表名

額之會員人數內。 
 

c. 若授證未滿一年又一天之新授證分會，應有指派一位正代表及一位副代表之資

格。在此之後，其正代表人數，應依在其分會之會籍須至少一年又一天之基準計

算。 
 

d. 解除不正常地位分會之正代表資格人數，應以解除不正常地位之時起算，其分會

之會籍須至少一年又一天之會員人數計算。然而，解除不正常地位之分會至少應

有指派一位正代表及一位副代表之資格。 
 

1516.第一及第二副總監所應具之條件對分會與女獅會幹部職位而言，其詮釋是否相

同。 
國際附則第九條第 6(b)(1)節及第 6(c)(1)節中對第一及第二副總監應具之條件之規

定如下: 第一及第二副總監候選人必須是: 單或副區內授證的正常分會之正會員及

正常會員。對分會與女獅會而言，以下專為詮釋第一及第二副總監所應具條件之規

定: 擔任女獅會會長及理事與分會之會長與理事相同。並自 2002 年國際年會閉幕後

生效。  
 
獅子會會員可以將擔任女獅會會長及理事之經歷作為其第一及第二副總監候選資

格。 
 

1617.“任滿當選或指派國際理事之任期”，其詮釋是否相同。 
2002 年國際年會閉幕後生效，國際附則第二條第 2 (a) (2) 節中對國際第三副總會長

候選人應具條件之規定如下:  候選人必須任滿其當選或指派國際理事全期或大部分

任期。[此項改變將自 2016 年 7 月 1 日生效] 
 



 

2017 年 11 月 13 日 生效                                         XV - 12 
 

1718.國際附則有關 “徹銷”，其詮釋是否相同。 
2002 年國際年會閉幕後，國際附則第二條第 4(a) (iii) 節中對徹銷一詞不是指支持

候選人退出競選之決定；或者也不代表於特定的國際年會，制止候選人之姓名提送

至國際提名委員會。 
 

1819.詮釋區程序之條件 
將國際附則第九條 5 節區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加進國際憲章與附則中對國際職位候

選人之資格條件，亦適用於第一或第二副總監候選人，然而第一或第二副總監一職

並非國際職位。 
 

1920.詮釋有關召開官方年會公告及修憲通知之規定 
國際憲章第十一條第  2 節、國際附則第六條第 2  節及第十三條第 2 節有關召開官

方年會公告及修憲通知之規定，須符合下列規定:  (a)須於國際獅子會官方獅子雜誌

英文版公告這些通知，並須於時間內提送通知給所有其他官方適當語言之獅子雜

誌， 以便一收到就儘速或依照國際理事會政策第 十七章所規定的時間公告； (b) 
公告這些通知須於時間內登在國際獅子會官方網站以所有官方語言公佈；以及 (c) 
郵寄電子郵件給所有在國際獅子會記錄上有電子郵件地址之每個分會的一位幹部，

不論國際獅子會官方網站是否已刊登所有官方語言之公告。 
 
 

D. 法律意見   
                                            

1. 與非獅子會組織結盟                                                
任何獅子會或區或複合區或憲章區年會或獅友組織除非事前取得國際理事會之核准

應不得與多國性非獅子會組織結盟建立双方間之權利與義務。   
                     

2. 對候選人之財務援助                    
問題：複合區可否徵收費用資助國際職位候選人之競選活動?         
 
意見：是的。國際憲章授予複合區有派國際階層代表的權利。此權利含有取得代

表權所必要的財務援助在內。可以引申為該資金可由該複合區之會員來籌集。此項

費用可依照複合區憲章之條文增加會費來籌募。    
            

3. 酒類執照                          
任何獅子會不得以銷售大衆酒類為主要目的而以獅子會名稱取得酒類執照。 
                                 

4. 前分會、區及國際幹部之組織                               
國際理事會保留官方承認前分會、區及國際獅子會職員之組織，但允許其存在，只

要其運作不得: 
 
a. 違反國際憲章及附則與國際理事會之政策；      
b. 徵收費用及/或收取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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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非以自願方式參與；                
d. 附加或製造超越正常分會及區組織之任何管理結構或妨礙其正當功能。             

     
5. 個別獅子會會員違反國際憲章，國際理事會政策及獅子主義的原則及/或目的 

依國際理事會之意見，若任何個別獅子會會員違反國際憲章及附則，國際理事會政

策及獅子主義的道德規範及/或目的，應適用以下之程序：      
           
a. 通知個別獅子會會員及其分會其違反事實並指示停止該違反行為；     
b. 若該個別獅子會會員不遵從國際理事會之指令，應指示其所屬獅子會停止其會

籍；  
c. 若接到通知三十(30)日内該獅子會未開除該會員會籍，則該獅子會將列為不正

常分會。   
 

6. 選票保存    
國際獅子會應將國際年會閉幕後，將選票不論已投票或空白票保留六十(60)日。若

當時已確定無人提出任何選舉異議或選舉異議已適時做成決議，則將銷毀所有選

票，而不必保存為永久記錄。  
                   

7. 視訊/電話會議 
總會長可以視訊/電話會議方式來召開任何國際理事會例會或特別會議。視訊/電話

會議中可以電子或其他合適的方式處理須投票表決之事宜。不具名投票可採國際理

事會政策第三章第 A.3.節中之規定。 
 

8. 分會勸募 
在進入另一分會境內前，禮節上應先取得許可。 
 

9. 專業宣傳及/或私人商業利益 
可授權會員、獅子會、區(單、副、複合)及獅子會-贊助的單位，使用獅子會會員關

係為連絡網、討論及宣傳會員的專業及/或私人企業的興趣，包含如個人會員-會員

間的討論、邀請演講、或會員索取時提供宣傳材料或其他資料等的活動。嚴禁將不

受歡迎，未經要求或請求的專業及/或私人企業利益的宣傳，及/或使用郵寄名單、

通訊資料或主動提供其他會員、分會、區、國際的郵件(郵寄、電子、傳真或其他)
給任何專業及/或私人企業的目的或圖利等事務。 
 
 

E. 國際交換別針會    
 

可組成"國際交換別針會”，然而該會應提交基本文件給國際理事會，待核准後才可進

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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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獅子會國家集郵會   
              

1. 任何分會或區(單、副或複合)若經各個分會或區(單、副或複合)核准並與國際獅子

會集郵會建立工作關係，則可成立集郵會。  
           

2. 國際獅子會集郵會               
廣告- 若符合以下之要求，國際獅子會集郵會可在其法定出版品內接受廣告:       
                    
a. 匯率結構應送請法律司核准。 

   
b. 廣告者退款政策，應由法律司制定及核准。 

                    
c. 廣告之道德規範，應由法律司制定及核准。        

          
 

G. 獅子會參加職員保險     
                                                                                               

法律長應告知任何要求參加國際獅子會之職員保險活動之獅子會，該保險僅限於國際

獅子會之職員因為該等職員是直接在國際獅子會控制之下而允許，參加國際獅子會之

保險將造成不切實際的管理先例。     
   
 

H. 合約    
            

國際獅子會對任何國際獅子會之委託合約，應執行或有拘束力，除非該合約遵守國際

獅子會的採購政策規定並經審査及核准。合約所需資金必須列入預算並經國際理事會

核准。 
 
 

I. 利益衝突                
國際獅子會不得與任何幹部、理事、前國際總會長、前國際理事或理事會指派理事、

或該幹部、理事、前國際總會長、前國際理事或理事會指派理事有控股或其他利益關

係，可能或應會得到直接或間接之利益之任何業務或任何形式之法人實體，在其任期

或指派期限屆滿二(2)年内，訂立任何合約或參與任何形式之交易。      
 
 

J.   解決糾紛程序 
 

1. 憲章抗議程序    
                                                          

   所有除總監/第一及第二副總監選舉抗議之外的憲章上的抗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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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因解釋、違反，或適用國際憲章及附則或國際理事會不時所通過之政策或程序

所發生之抗議、要求，或寃情，以下通稱為“抗議”。如法院之程序進行，首先須提

出有關國際憲章及附則或國際理事會不時所通過之政策之解釋、強制執行、或宣佈

權利與義務，再依以下之程序決定。 總監或副總監選舉抗議，另有規定。任何分

會提交上述以外之抗議必須依此程序，並符合每一步驟程序之時限。另外，每一程

序之步驟，抗議者必須提送經分會秘書或內閣秘書長簽名之會議記錄。該記錄證實

分會及內閣多數已經通過接受該抗議案之決議。若不符合此規定，則不得做進一歩

之抗議程序，並構成放棄所有依照國際憲章及附則或國際理事會政策，或者國際理

事不時通過有關抗議程序之行動理由。若上訴未能及時進入下一抗議步驟，抗議步

驟前之決定，為此抗議及所有與抗議有關之事務的最後判決，並有拘束力。        
 
抗議步驟一                                
 
抗議只能由國際獅子會正常獅子會或區(單、副或複合)所提出。根據抗議方須於得

知抗議或造成抗議之事件發生起三十(30) 日内以書面向所屬之區 (單、副)提出抗

議，副本寄給法律司。此項書面抗議應説明問題之本質及請求解決方法。總監或其

指定人應將書面抗議影本提供給抗議請求解決對象，以下稱為答辯者，及國際獅子

會，並應於收到書面抗議後三十(30)日内、邀請答辯者調停及試圖解決此抗議。若

抗議者拒絶調停，此抗議及所有與抗議有關之事務將視同放棄。區應盡其所能去調

停抗議。若調停失敗，區應以書面通知抗議者、答辯者及國際獅子會，説明調停失

敗，並發給抗議者及國際獅子會調停失敗通知書。申請費交付給區，由區轉交總

監。  
 
抗議者於抗議步驟一所提出抗議書必須含抗議申請費用 250 美元或該國等值貨幣。

抗議糾紛解決後，或經撤銷，抗議費用中之 100 美元作為區行政費用，75 美元退

還給抗議者，剩餘之 75 美元則交給答辯者(若有一位以上答辯者，則由所有人士平

分)。若抗議糾紛未能在抗議步驟一之時限(除非在正當理由下獲得延長) 內解決，

整筆抗議費用作為區行政費用不得退回給任何一方。抗議步驟一之所有費用由區負

責，除非區憲章另有規定該費用應由抗議糾紛各方分擔。調停解決糾紛之所有費用

由區負責，除非區政策另有規定，該費用應由糾紛各方平均分擔。 
 
抗議步驟二                        
 
抗議者收到調停失敗通知書後十(10)日内，若要繼續訴求此抗議，必須向所屬複合

區提出書面抗議通知書，副本寄給法律司。此項抗議書應説明抗議的事實根據、周

遭環境及抗議者請求解決方法。抗議者應提交抗議通知書所有文件及其他有關或支

持抗議的書面陳述。複合區總監議會議長或其指定人，應於收到抗議通知書後十五

(15)日内，將抗議通知書及附件影本提供給被抗議而須解決之答辯者及國際獅子

會。答辯者收到後四十五(45) 日内提出對抗議通知書之答覆書。答辯者之答覆書應

答覆抗議者的事實陳述，提供適當文件副本包括宣誓書，若合適可建議合適的解決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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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答辯者答覆書四十五(45)日内，複合區總監議會應指派最少由三(3)位中立的成

員組成之委員會以調査抗議通知書及答覆書。成員應是前總監，且為發生糾紛之複

合區中不涉及糾紛的正常分會之正常會員，並對糾紛各方或糾紛事宜不具偏袒之

意。一旦指派後，調停人具備依照此調停程序在解決或決定此糾紛之所有適當及必

要之權力。 
在調査中，委員會可要求抗議者、答辯者或非抗議程序參加者提供文件，詢問證人

及使用其他的調査方法。 
 
在四十五(45)日内完成調査後，委員會應審査抗議者及答辯者之書面陳述及調査之

資料，發出複合區判定書以解決抗議通知書所提之問題，給抗議者、答辯者並將副

本給法律司。複合區書面判定書須經所有委員簽名，並適當地註明任何成員的異

議。調停委員會成員的決定必須符合國際、複合區、區之憲章與附則，及國際理事

會政策之規定，並隨時接受國際理事會或其指定人作進一步的審查。抗議步驟二中

每一提出抗議者必須繳抗議申請費用 250 美元。或該國等值貨幣。申請費交付給複

合區，由複合區轉交總監議會議長。抗議糾紛解決後，或在做最後決定之前撤銷，

抗議費用中之 100 美元作為複合區的行政費用，75 美元退還給抗議者，剩餘之 75
美元則交給答辯者(若有一位以上答辯者，則由所有人士平分)。 

 
若被選出的調停員認為抗議正當並支持，則抗議費用中之 100 美元作為複合區的行

政費用，剩餘之 150 美元則交還給抗議者。若被選出的調停員因任何理由否定此抗

議，則抗議費用中之 100 美元作為複合區的行政費用，剩餘之 150 美元則交給答辯

者(若一位以上答辯者，則由所有人士平分) 。若抗議糾紛未能在規定時限內解決

(除非有正當理由獲得延長)，整筆抗議費用作為複合區行政費用。抗議步驟二之所

有費用由複合區負責，除非複合區憲章另有規定，該費用應由抗議糾紛各方分擔。 
 
抗議步驟三                         
 
若抗議者或答辯者不滿意複合區判定書，在收到複合區判定書後三十(30)日内向國

際獅子會提出上訴，説明問題之本質及請求解決方法。上訴通知書應寄給國際獅子

會及反對請求解決一方。 
 
抗議步驟三中抗議或上訴須向法律司提出，每一抗議或上訴必須含抗議申請費用

250 美元，或該國等值貨幣，申請費抬頭為國際獅子會。抗議糾紛解決後，或在做

最後決定之前撤銷，抗議費用中之 100 美元由國際獅子會保留為行政費用，75 美

元退還給抗議者，剩餘之 75 美元則交給答辯者(若一位以上答辯者，則由所有人士

平分) 。若抗議糾紛未能在抗議步驟三，或步驟四中之規定時限中解決(除非有正當

理由而獲得延長)，整筆抗議費用作為國際獅子會的行政費用。 
 
該上訴通知書應符合以下程序之規則：    
        

a. 收到上訴通知書後三十(30)日内國際獅子會應安排抗議者與答辯者間之發現

真相會議。此項會議應由國際獅子會執行長或由執行長所指定之國際獅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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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職員主持。若答辯者為執行長，則此上訴通知書應交給主持發現真相會

議之任何國際獅子會行政職員。會議中，執行長或其指定人將盡可能解決該

上訴通知書所提出之問題。若會議十五(15)日内，執行長或其指定人針對上

訴通知書所提出之問題無法得到抗議者或答辯者滿意之解決辦法。解決上訴

失敗通知書應發給抗議者、答辯者及法律司。 
 

b. 接到解決上訴失敗通知書後三十(30)日内，抗議者或答辯者應以書面向國際

理事會提出審査此問題之要求，並由審査及調停委員會做判定。  
  

c. 複合區憲章方面之抗議 
國際獅子會正常複合區可在獲悉、或應已獲悉，抗議事發後三十(30)日內，

以書面向國際理事會報告。該書面報告應說明問題本質以及要求解決方法。

複合區應以書面要求國際理事會審查該事件並透過審查及調停委員會作判

定。   
 
選派審査及調停委員會   

 
審査及調停委員會應為國際理事會之憲章與附則委員會。接到解決請求書失

敗通知書後四十五(45) 日之内，如果委員會的意見，認為必須有具專業知識

之委員調停此事務，此委員會可增加二(2)位分會之正常會員為委員。審查

及調停委員會應指定一位主席，以協調委員會之功能包括研擬及確定議程及

委員會會議時程、維持秩序、研擬建議、分派小組成員之任務、解決程序問

題、解釋各種解決的方法、決定合適之證人及人數及重視抗議者或答辯者關

注之事項。     
 
審査及調停委員會時程     
          
選定審査及調停委員會後三十(30)日内， 審査及調停委員會應通知抗議者、

答辯者及國際獅子會： (a)審査及調停委員會開會日期、時間及地點； (b) 
五位委員之姓名及職稱； (c) 抗議者與答辯者出席此案件會議之機會，包括 
(1) 自費由律師出席之機會； (2) 在會議前得知文件及資訊之機會；(3) 呈送

書面文件做為證據之機會；(4)由證人提出口頭證言之機會； (5) 在會議中口

頭辯論案件之機會；  (6) 在審査及調停委員會會議前或結束時提出書面答辯

之機會；(7) 提出書面答辯對方所提之書面答辯之機會。  
 
審査及調停委員會之功能及權利      
 
審査及調停委員會應審査請求通知書有關之事實及環境並可自行斟酌在會議

中傳喚自己之證人及要求文件及資訊。   
 
審査及調停委員會之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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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審査及調停委員會會議結束及收到所有抗議者與答辯者所提出之書面答辯

六十(60)日之內，審査及調停委員會應發出書面之審査及調停委員會判定

書。審査及調停委員會可以肯定、否定或修正複合區判定書；可説明何項行

動有正當理由；可決定損害賠償或正面救濟有；可決定抗議者或答辯者應負

擔對方合理的律師費用，及因提出告訴或辯護抗議、複合區判定書或上訴通

知書所發生之費用。審査及調停委員會之判定，不得逾越上訴通知書之議

題。審査及調停判定書應分別寄給抗議者、答辯者及國際獅子會。             
 

抗議步驟四             
 
抗議者或答辯者若不滿意審査及調停委員會判定書應於收到判定書後三十

(30)日之内向國際獅子會提出再審査之請求，要求國際理事會再審査審査及

調停委員會判定書。抗議者及答辯者應於四十五(45) 日內，提出四十五 (45)
份任何增補之書面辯論或文件給國際理事會。再審査之請求須於國際理事會

之下次例會開會前至少三十(30)日寄達國際獅子會。則國際理事會將再審査

審査及調停委員會判定書及抗議者或答辯者所提出之所有增補之書面辯論或

文件，在會後六十(60)日内發出一國際理事會判定書。若再審査之請求無法

於下次例會開會日期至少三十(30) 日前送達，國際理事會保留於隨後之會期

聽取本案之權利。 國際理事會之判定為最後之決定，抗議者及答辯者必須

遵循。 
 

增補程序     
(1) 國際理事會保留加速處理及結束本案之權利，其中包括在合理情形下，

省略一或以上抗議步驟。此程序下，抗議或上訴書於規定時限中之任何

抗議步驟，抗議者及答辯者可向法律司提出書面請求，核准在合理情形

下省略一或以上抗議步驟。此項請求由國際理事會憲章及附則委員會負

責審核與決定。 
 

(2) 在特定的抗議程序階段被指派的決策者認為有正當理由時，可縮短或延

長程序中規定之時限。    
 

(3) 審査及調停委員會成員應可依照國際獅子會審計規定報銷參加審査及調

停委員會所發生之合理費用。  
 

(4) 抗議者及答辯者在抗議程序期間不得訴求行政或司法行動。 
 

(5) 在審査及調停委員會會議之前，應給予双方機會以審視另一方所提出之

文件並提出增補文件。所有文件應於審査及調停委員會會議至少十(10)
日前事先交給審査及調停委員會。   
 

(6) 各階段之抗議程序，抗議者或答辯者都可由律師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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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監及第一和第二副總監選舉抗議程序       
 
以下爲抗議總監/第一及第二副總監選舉不公的程序規定: 
 
呈送文件的規定: 抗議一方應將所有的文件及有關的副本送至法律司，以發給國際理

事會憲章及附則委員會之成員。抗議一方不得將文件直接寄給各國際理事或執行幹

部。 
 

 a. 抗議 
 

(1) 抗議可由落選之總監/第一或第二副總監候選人向其選舉區提出。由落選的候選人

提交的抗議案，必須附上落選候選人的獅子會提出支持抗議案的決議。此外，抗議

案也可由區內的多數正常獅子會提出。提出抗議案之區內的各正常獅子會，必須附

上其獅子會提出支持抗議案的決議。 
 

(2) 最初的通知，說明抗議原因應在選舉後五(5)個工作日內以傳眞、電子郵件或其他

書面形式送至國際辦公室。但是，正式抗議書之文件應符合第 E 項之規定，並務

必在提交最初的通知後五(5)個工作日內以郵寄或快遞服務寄達。 
 

(3) 抗議書的格式應符合下面第 E 項之規定。 
 

(4) 總監之選舉抗議必須附 1,000 美元或該國等值貨幣之提案費。在國際理事會之憲章

及附則委員會決定之前，撤回之抗議案須扣除 200 美元作為行政費用，退回 400 美

元給抗議一方，400 美元給答辯者(若答辯者有一位以上，則由所有人士平分。) 國
際理事會認為抗議案合理後，即扣除該費用中之 350 美元作為行政費用，餘額 650
美元退回給抗議一方。若國際理事會否決該抗議案，整筆費用不退回。 

 
(5) 第一或第二副總監之選舉抗議必須付 1,000 美元，或該國等值貨幣之提案費。撤回

抗議須扣除 200 美元之行政費用，退回 400 美元給抗議一方，400 美元給答辯者(若
答辯者有一位以上，則由所有人士平分。)國際理事會認為抗議案合理後，即扣除

該費用中之 350 美元作為行政費用，餘額 650 美元退回給抗議一方。若國際理事會

否決該抗議案，整筆費用不退回。 
 

(6) 抗議者必須同時以相同寄法將抗議書副本送到被抗議一方。國際獅子會法律司接到

抗議書後，如果可行，也會將抗議書副本郵寄被抗議一方。無論如何，此為抗議人

一方負全責。寄給被抗議一方副本的證明必須由抗議人於抗議時同時寄給國際獅子

會。如果未能提出已寄之證明，將退回抗議書並視同未抗議或否決抗議。 
    
b. 答覆 

 
(1) 抗議之答覆必須只由被抗議一方/各方比照第 E 項的格式規定，依法律司規定的時

間內送達國際辦公室，即提出請求的 10 日內。如有正當理由，經國際獅子會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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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與憲章暨附則委員會主席商討的結果，可以接受傳眞答覆，及/或將寄時限延長

五(5)日。 
 

(2) 答覆同時須附上年會選舉的正式記錄、該區章程或附則、區年會選舉辦法，及/或
投票規定。記錄須包括區年會的選舉程序及選舉結果，其正確性須經總監及內閣

秘書長加以證實。法律司可能需要額外之答覆文件。這類文件應在法律司所規定

時間內送達國際獅子會，即法律司提出請求日的 10 日內。 
 

(3) 答覆書及補充文件之副本答覆人應同時以相同方式寄給抗議人。法律司接到答覆

書後，如果可行，也會將答覆書副本郵寄抗議一方。無論如何，此為抗議人一方

負全責。寄給被抗議一方副本的證明必須由抗議人於答覆時同時寄給國際獅子

會。如果未能提出已寄之證明，將退回答覆書並視同未抗議或否決抗議。 
 

c. 回應答覆書 
 

(1) 抗議一方收到答覆書之後，應於五(5)個工作日之內，將對答覆書之回應寄達國際

辦公室。回應之文件比照第 E 項的格式規定，但不得超過五(5)頁。額外的文件將

不予受理。回應須針對答覆書所提出之議題，不要重複申述抗議書中已包含之事

項。 
 

(2) 對答覆書回應之副本應同時以相同方式寄給抗議一方。法律司接到回應之後，如

果可行的話，也會將回應書副本郵寄抗議一方。無論如何，此為抗議一方負全

責。寄給被抗議一方副本的證明必須由抗議人於回應時同時寄給國際獅子會。如

果未能提出已寄之證明，回應書將退回並視同未抗議或否決抗議。 
 
d. 抗議者以外之答覆 

 
抗議者以外之任何答覆或意見法律司可以認為是不重要及/或不符規定，而退件及/或
通知已收到。 

 
e. 抗議與答覆之格式 
 

(1) 原本抗議的內容應依下列次序列出: (a)公平與正確的陳述抗議原因、(b)雙方之抗議

及原因、(c)簡述希望如何解決。 
 

(2) 所有文件及任何附件之字體應 12 號或以上，(打字機可用 pica 字型，間距為 10) 腳
註之字體應 9 號或以上，(打字機可用斜體字型，間距為 12)。不得減小間距或濃縮

字體以增加文件內容。以光學縮印文件者將不予受理並退還其文件。所有文件須用

不透明白紙 (8.5×11 英寸，或 A/4 型白紙) 、四周邊保留 0.75 英寸之空間、在整份

文件的左上角以訂書針釘住或裝訂。文件只可印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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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文不可超過十(10)頁，其補充文件不可超過五(5)頁，每頁上註明頁數，(例如: 10
頁之 1、10 頁之 2 等等)。超過 10 頁者一概不收。文件必須有封面，封面不算在頁

數限制中，其上須註明: a)區號，b)抗議者姓名、地址、電子郵件地址，及傳眞號

碼，c)被抗議一方的姓名、地址、電子郵件地址，及傳眞號碼，d)選舉日期，e)選
舉結果，其中包括選票計數。 

 
(4) 抗議人必須於全文結尾處及每頁上署名。並直接於下方申明： “本人同意以獅子會

國際理事會之決定為最後決定並有約束力”。每一頁文件須有抗議人字母縮寫之署

名。此外，抗議人以電子方式提出抗議文，抗議人必須包括一份聲明證明以電子方

式提出的文件是真實和正確的原件。 
 

(5) 法律司將寄回不符規定之文件，並將解釋何項規定不符。修正後立刻再寄的抗議書

算符合抗議的期限，但國際理事會透過憲章暨附則委員會有權拒收不符合這些規定

之重繳抗議書。國際理事會不必考慮處理任何不符合以上程序規定的抗議、回答答

覆者、回答抗議者。與抗議有關各方同意以國際理事會之決定為最後決定並有約束

力。而國際理事會之決定為最後決定並有約束力。 
 
 f. 當選總監研習會 
 

涉及總監選舉抗議的各方都無資格參加國際獅子會當選總監研習會，直到國際理事會

接受此選舉抗議案的選舉結果，並宣佈選舉結果已經生效，或者除非另透過新任國際

總會長的批准。抗議未有結果之前，各區(單、副、複合)可自行決定，給被抗議一方提

供何種區階層的訓練，為即將到來的年度作準備。 
 

3. 區解決糾紛程序         
      

A.解決糾紛之程序 
 
所有關於會籍、分會境界，或區(單或副)憲章與附則之解釋、違反或適用，或由區(單
或副)内閣不時通過的任何政策或程序，或任何其他區(單或副) 內部會務，因區內任何

分會，或區(單或副)與分會間所産生的行政事務無法透過任何方式滿意地解決，應依

以下糾紛解決之方式來處理。除此條文另有明文規定外，此區解決糾紛程序條文中所

規定之時限，若經出示正當理由後，總監若為直接抗議總監案則向前任總監，調停

員，或國際理事會 (或其代表)，有權延長或縮短。在糾紛調停程序中糾紛各方不得採

取行政或司法行動。 
 

B. 抗議及抗議費用 
 
國際獅子會之任何正常分會(“抗議者”) 都可向總監若為直接抗議總監案則向前任總

監，提出書面 (“抗議”)，並將副本送至法律司，要求以此程序來解決糾紛。抗議須於

知悉導致糾紛事件發生之日期，或理應知悉之日期，三十(30)日內提出抗議。抗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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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附上經分會之多數會員同意提出抗議案並經分會秘書簽名之會議紀錄。抗議書也應

寄給答辯者。 
 
按此程序向區(單或副)總監，若為直接抗議總監案則向前任總監，提出書面抗議時，

須同時附上抗議費用 750 美元或該國相同幣值。抗議糾紛解決後，或在調停員做最後

決定之前撤銷，抗議費用中之 100 美元作為區(單或副)之行政費用，325 美元退還給抗

議者，剩餘之 325 美元則交給答辯者(若一位以上答辯者，則平分之) 。若被選出的調

停員認為抗議正當並支持，則抗議費用中之 100 美元作為區(單或副)之行政費用，剩

餘之 650 美元則交還給抗議者。若被選出的調停員因任何理由否定此抗議，則抗議費

用中之 100 美元作為區(單或副)之行政費用，剩餘之 650 美元則交給答辯者(若一位以

上答辯者，則平分之) 。若糾紛未能在一定時限(除非在正當理由下獲得延長) 中獲得解

決、撤銷、支持、否定，整筆抗議費用作為區(單或副)之行政費用，而不退還給任何

一方。調停解決糾紛之所有費用由區(單或副)負責，除非區(單或副)政策另有規定外，

該費用應由糾紛各方平均分擔。 
 

C.答覆抗議者 
 

答辯者應於收到抗議案副本之十(10)日內提交書面答覆給總監，若為直接抗議總監案

則為前任總監。並將副本寄給抗議者。 
 

D. 機密性 
 
一旦提出抗議案，抗議者、答辯者、總監，若為直接抗議總監案則為前任總監、調停

者間的溝通應保持機密。 
 

E. 挑選調停員 
 
提出抗議十五(15)日内，每一方須派一位調停員，所有的調停員應選出一(1)位立場中

立的調停員擔任主席。經選出之調停員所選出調停員/主席之決定，應為最後及必須

遵守。所有選出的調停員應為領導獅友，最好是該區(單或副)正常分會正常會員的前

總監，並且不屬於發生糾紛任一方之分會，並對糾紛各方或糾紛事宜不具偏袒之意。

完成挑選程序後，調停員具備依照此調停程序在解決或決定此糾紛所須的適當及必要

之所有權力。 
 
如果選出的調停員在上述規定的期間内無法同意調停員/主席的人選，選出調停員因

此行政原因自動放棄此職，每一方須再行選派新調停員 (第二調停員小組) ，第二調

停員小組須依照上述規定選出一(1)位立場中立之調停員/主席。若第二調停員小組無

法同意調停員/主席的人選，是由在糾紛發生區 (單或副) 內所挑選的，則須由所有糾

紛發生之區(單或副)外選出一(1)位立場中立、正常分會的正常會員為主席。若第二調

停小組仍無法同意在該糾紛區(單或副)之內或之外所選出之調停員/主席人選，則須由

區(單或副)中或臨近之區(單或副)中之最後擔任國際理事之一位前國際理事來擔任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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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員/主席人選。本第 E 節的時限不得由總監，若為直接抗議總監案則為前任總監，

或調停員縮短或延長。 
 

F. 調停會議及調停決定 
 
調停員被指派後應舉行以調停糾紛為目的各方調停會議。該調停會議必須在調停員

指派後三十(30) 日內舉行。調停員之責任在盡快找到最快、最和諧之解決辦法。若

商談沒有結果，調停員有權決定解決辦法。調停員須於最初調停會議舉行後三十(30) 
日內決定解決辦法。該項決定為最後的決定，糾紛各方均應遵守之。該項書面決定

並須由各調停員簽名，並適當的註明任何調停員的不同意，並須發給糾紛各方、總

監若為直接抗議總監案則為前任總監，國際獅子會法律司各提供一份。調停員的決

定必須符合國際、複合區、區之憲章與附則，及國際理事會政策之規定，而且國際

理事會有權決定，唯有國際理事會或其指定人可進一步審查。 
 
未遵守調停員的最後及具有拘束的決定，獅子會員可喪失獅子會員的權利及/或取消

授證。 
 

4.總監停權政策 
 

對於未能履行或執行總監職責及/或涉嫌嚴重違反國際、複合區及/或區憲章暨附則或

國際理事會政策的規定，而且在此情形下，削弱了總監有效帶領該區的能力，可以

請求總監停權。總監停權是暫時停止總監的權利，特權和義務。 
 

a. 在特殊情況下，有必要立即採取行動，以防止危害國際獅子會員或公眾，以保

護國際獅子會的形象或嚴重違反國際憲章暨附則或國際理事會政策，而且在此

情形下，削弱了總監有效帶領該區的能力，經由憲章和附則委員會與法律長商

議下可暫時將總監停權。暫時停權的總監應由國際理事會於下次國際理事會會

議或本文所提供的較早會議審查之。 

b. 本政策之下請求書面審查可以由本組織內的正常分會向法律司提出。該請求必

須附上至少區內多數分會支持提出本項請求的決議。該請求必須附上區內大多

數正常分會支持提出本項請求的決議。該請求將由憲章和附則委員會與國際理

事會根據下列條款及條件進行審查: 

(1) 對同一總監，沒有實質上相同的抗議問題為未定案的糾紛解決程序或向法院

提出訴訟。 

(2) 最初請求之時，必須提交一份說明抗議理由之抗議文件，以及任何支持的文

件。 

(3) 總監答覆抗議和任何支持的文件，必須於收到最初抗議的十五（15）天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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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寄達法律司。 

(4) 抗議的分會和總監負責提供抗議/答覆及任何支持的文件副本給對方，同時

以同樣的方法與法律司溝通。 

(5) 所有文件應提交給國際辦公室的法律司以分發給憲章和附則委員會與國際理

事會成員。 

(6) 除本文另有規定，本程序所規定的任何時間限制，在合理原因下可由憲章和

附則委員會主席或國際理事會縮短或延長。 

(7) 停權請求，及各方所提供的所有書面爭論或文件，將由憲章和附則委員會或

國際理事會審查，並在其會議三十（30）日內發出關於此停權的書面決定。

該項國際理事會決定為最後的決定，各方均應遵守之。 

(8) 根據本政策，經憲章和附則委員會主席核准，國際理事會的成員 (或其指派

者)可以提出審閱的請求。 

(9) 國際理事會之憲章和附則委員會主席可拒絕任何不遵守本文所概述的程序或

缺乏實質不當行為證據的抗議。 

在本政策下，總監被停權，此總監停權期間應由憲章和附則委員及國際理事會在每

次理事會會議進行審查，除非： 
 

(1) 停權之後國際理事會根據國際憲章和附則免除其總監職務； 
(2) 停權之後其所屬分會開除該總監的獅子會會籍； 
(3) 總監辭職；或 
(4) 總監任期屆滿。 

 
本政策不打算取代國際憲章第五條第 9 節有關免職之規定。 

 
5. 複合區解決糾紛程序 
 

A. 複合區解決糾紛程序 
 
所有關於會籍、分會境界，或複合區憲章與附則之解釋、違反或適用，或由複合區

議會不時通過的任何政策或程序，複合區内任何分會或副區，或者任何分會或副區

與複合區行政之間所産生的任何其他事務，不能滿意地解決，應依以下糾紛解決之

方式來處理。除此條文另有明文規定外，複合區解決糾紛程序中所規定之時限，若

經出示正當理由後，總監議會議長，若為直接抗議總監議會議長案則為複合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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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或複合區主計長，調停員，或國際理事會(或其代表)，有權延長或縮短。在糾紛調

停程序中糾紛各方不得採行政或司法行動。 
 

B. 抗議及抗議費用 
 
國際獅子會之任何正常分會或副區(抗議者)均可向總監議會議長，若為直接抗議總監

議會議長案則向複合區執行長或複合區主計長，提出書面抗議 (抗議)，並將副本送

至法律司，要求以此程序來解決糾紛。抗議須於知悉導致糾紛事件發生之日期，或

理應知悉之日期，三十(30)日內提出抗議。抗議者須附上經分會或區內閣中之多數會

員同意提出抗議案並經分會秘書或區內閣秘書長簽名之會議紀錄。抗議書也應寄給

答辯者。 
 
按此程序向總監議會議長，若為直接抗議總監議會議長案則向複合區執行長或複合

區主計長，提出書面抗議時，須同時附上抗議費用 750 美元或該國相同幣值。抗議

糾紛解決後，或在調停員做最後決定之前撤銷，抗議費用中之 100 美元作為複合區

之行政費用，325 美元退還給抗議者，剩餘之 325 美元則交給答辯者(若一位以上答

辯者，則平分之)。若被選出的調停員認為抗議正當並支持，則抗議費用中之 100 美

元作為複合區之行政費用，剩餘之 650 美元則交還給抗議者。若被選出的調停員因

任何理由否定此抗議，則抗議費用中之 100 美元作為複合區之行政費用，剩餘之 650
美元則交給答辯者。若糾紛未能在規定時限內(除非在有正當理由下獲得延長)中獲得

解決、撤銷、支持、否定，整筆抗議費用作為複合區之行政費用，而不退還給任何

一方。調停解決糾紛之所有費用由複合區負責，除非複合區政策另有規定，該費用

應由糾紛各方平均分擔。 
 

C. 答覆抗議者 
 
答辯者應於收到抗議案副本之十(10)日將書面答覆提交給總監議會議長，若為直接抗

議總監議會議長案則為複合區執行長或複合區主計長。並將副本寄給抗議者。 
 

D. 機密性 
 
一旦提出抗議案，抗議者、答辯者、總監議會議長若為直接抗議總監議會議長案則

為複合區執行長或複合區主計長、調停者間的溝通應保持機密。 
 

E. 挑選調停員 
 

提出抗議十五(15)日内，每一方派一(1)位前總監為調停員，最好是仍為正常分會正

常會員的前總監議會議長，並且為發生糾紛之複合區但不屬於發生糾紛任一方之分

會，並對糾紛各方或糾紛事宜不具偏袒之意。所有的調停員應選出一 (1) 位立場中立

的調停員擔任主席。這位被選出之主席立場中立、應是發生糾紛之複合區中之前國

際理事、為正常分會的正常會員、不屬於發生糾紛任一方之分會、並不能對其中任

何一方具偏重之心。若沒有立場中立的前國際理事，應由糾紛發生之複合區之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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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 (1) 位立場中立調停員/主席，應為正常分會的正常會員的前國際理事。並選出

之調停員所作有關選出調停員/主席之決定，應為最後及必須遵守。完成挑選程序

後，調停員具備依照此調停程序在解決或決定此糾紛所須的適當及必要之所有權

力。 
 
如果選出的調停員在上述規定的期間内無法同意調停員/主席的人選，選出調停員因

此行政原因自動放棄此職，每一方須再行選派新調停員 (第二調停員小組) ，第二調

停員小組須依照上述規定選出一(1)位立場中立之調停員/主席。若第二調停員小組無

法同意調停員/主席的人選，是由在糾紛發生複合區內所挑選的，則須由所有糾紛發

生之複合區外選出一 (1)位立場中立、正常分會的正常會員之前國際理事。若第二調

停小組仍無法同意在該糾紛複合區之內或之外所選出之調停員/主席人選，則須由糾

紛發生複合區中或臨近之複合區中之最後擔任國際理事之一位前國際理事來擔任調

停員/主席人選。本第 E 節的時限不得由總監議會議長；若為直接抗議總監議會議長

案則為複合區執行長或複合區主計長；或調停員縮短或延長。 
 

F. 調停會議及調停的決定。 
 
調停員被指派後應舉行一以調停糾紛為目的各方調停會議。該調停會議必須在調停

員指派後三十(30)日內舉行。調停員之責任在盡快找到最快、最和諧之解決辦法。若

商談沒有結果，調停員有權決定解決辦法。調停員須於最初調停會議舉行後三十(30) 
日內決定解決辦法。該項書面決定為最後的決定，糾紛各方均應遵守之。 
 
該項書面決定並須由各調停員簽名，並適當的註明任何調停員的不同意，並須發給

糾紛各方、總監議會議長、若為直接抗議總監議會議長案則為複合區執行長或複合

區主計長、總監議會、國際獅子會法律司各提供一份。調停員的決定必須符合國

際、複合區之憲章與附則，及國際理事會政策之規定，而且國際理事會有權決定，

唯有國際理事會或其指定人可進一步審查。 
 
未遵守調停員的最後及具有拘束的決定，獅子會員可喪失獅子會員的權利及/或取消

授證。 
 
 

K.中立的觀察員政策 
 

1. 目的 
 
支持區（單、副、複合）選舉以符合國際獅子會的標準。 
 

2. 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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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憲章和附則委員會挑選並與國際獅子會的法律長商議指派一名前國際幹部擔任。

合格中立的選舉觀察員圈應由憲章和附則委員會，並須經憲章和附則委員會年度審

查與國際獅子會的執行幹部商議 
 

3. 資格 
 

a. 之前曾任國際理事者； 
b. 熟悉所指派國家或區(單、副及複合區)之人民、文化、習俗者。 

 
4. 請求觀察員 

 
以下條件可請求觀察員隨後 並經憲章和附則委員會指派以監督第三副總會長、國

際理事、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之選舉: 
 
a. 區(單、副及複合區)年會之前可向憲章和附則委員會隨時提出要求。 

 
b. 在確認的選舉投訴後，經憲章和附則委員會提出要求。 

 
c. 經第三副總會長、國際理事、總監、第一副總監、第二副總監候選人的請求，

在區(單、副及複合區)年會至少十五（15）天前，有正當理由下，由憲章和附

則委員會或其指派者決定。 
 

d. 經總監或三(3)位或以上的內閣成員贊同表決下；或總監議會議長或經三(3)位或

以上的總監議會之贊同表決下，在區(單、副及複合區)年會至少十五（15）天

前，有正當理由下，由憲章和附則委員會或其指派者決定。 
 

5. 費用 
 
使用選舉觀察員之費用應在下列條件下確定金額： 
 
a. 由憲章和附則委員會所指派中立的觀察員，該區(單、副及複合區) 須支付不可

退還的 US $ 1000.00 申請費，或等值的當地貨幣。如有正當理由下，本節所評

定的費用，經法律長與憲章和附則委員會主席商議下可以減少。 
 

b. 若區(單、副及複合區)或候選人請求中立的觀察員，須附上 US $ 1000.00 提案

費，或等值的該國貨幣支付給區(單、副及複合區)做為與中立的觀察員有關之

費用。國際理事會或其指派，認為非有正當理由下，則 US $ 250.00 應交給國際

辦公室為行政費用，US $ 750.00則應退還。 
 

c. 如指派中立觀察員，則不退還費用。  
 

d. 除了支付的費用外，區(單、副及複合區)應負責指派觀察員的旅行及食宿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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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立觀察員的政策 

 
根據本政策，受指派的中立觀察員將負責以下事項： 
 
a. 關於憲章的要件、規則、程序等資料以及有關當地選舉的習俗，必須準確及全

面的收集。 
 

b. 對於觀察到不準確、行為中立、不適當、或不利於選舉過程應提出報告。 
 

c. 對選舉過程的觀察提供中立和專業的分析。 
 

d. 對於選舉之完整性和有效性以及與流程相關的提出改進的建議，同時對不干涉

與不阻礙其流程。 
 

7. 報告 
 
不超過區(單、副及複合區)年會結束後十五（15）日，中立選舉觀察員需要提交一

份書面報告給法律司。該報告應包含準確和公正的陳述、提出結果、結論，而且關

於整體遵守選舉程序提出適當的建議，其中包括準確性和公正性的標準。 
 
 
L. 國際獅子會名稱縮寫之變更   
                     

出現於國際獅子會印刷品之國際獅子會名稱縮寫 “Lions International”應變更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M. 國際獅子會參與之訴訟   
                                                     

1. 提出訴訟  
 
除非經國際理事會或執行委員會或總會長(或高階層國際執行幹部)及行政職員與法

律長之核准不得提出任何訴訟。    
           

2. 報告現行訴訟狀態                                               
 
國際獅子會法律長應準備國際獅子會參與現行訴訟狀態之摘要以列入行政職員向國

際理事會的報告內。任何現行訴訟狀態之變化應列入行政職員向國際理事會報告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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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職員以行政職員名義答覆及/或副本通知行政職員之建議程序          

 
若致行政職員而副本寄給各行政職員之抗議或批評信函，而由職員以行政職員名義答

覆，也應將答覆副本寄給上述收到信函之各行政職員 
 
 

O. 國際職位候選人撤回參選之方法 
 
若國際職位候選人欲撤回參選，應: 

1. 親自出席國際年會提名委員會並宣佈其撤回候選之意願；或 
2. 致函國際年會提名委員會説明要撤回參選國際職位，該撤回信函將於國際年會提

名委員會的會議中考慮。 
 
 

P. 國際獅子會之“註冊代理 

國際獅子會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之法務代理自 2017 年 10 月起生效，在所有規

定必須要有法務代理之州及國家，授權 CSC (Corporation Service Company)為法務代

理。 
 
 

Q. 財務代理人: 
 
國家              財務代理人                日期 
1.印度            Neville Mehta        11/14/2005 
 
 

R. 國際理事會成員及執行幹部的法律責任            
 
國際理事會-透過服務來領導冊 中應包括普通法中主要部份之細節說明與企業主管之

職責資料。本指南每年寄給國際理事。本資料內容列於附錄 B。     
        
                                                                                     

S. 領有商業執照者贈送的禮物                   
 
國際理事會禁止所有的幹部、理事及職員接受由領有商業執照者或尋求成為商業執照

者所贈送的任何種類之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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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利益衝突政策           

 
幹部、國際理事會、經理與國際獅子會職員 (“國際獅子會”) 均有責任以公正無私的態

度來為全球獅友的服務目標而努力。國際獅子會的責任在避免發生利益衝突以免國際

獅子會運作有不公的現象。 
 
1. 目的 

 
國際獅子會之幹部、理事、經理、或職員可能於國際獅子會運作過程中渉及潛在個

人利益。本政策旨在補充，而非替代任何管理非營利慈善組織有關避免利益衝突的

適用法律。 
 

2. 定義 
 
a. 有個人利益者   
任何幹部、國際理事、或國際理事會委員會成員經國際理事會授權而有直接或間接

財務上的利益者。 
 
b.財務上的利益 
 
個人透過會務、投資、或家人而獲得直接或間接財務利益者: 
 

(1) 與國際獅子會交易或合約而對任何實體有所有權或投資利益者 
(2) 與國際獅子會交易或合約而對任何實體或個人獲得報酬者，或 
(3) 在與國際獅子會做交涉交易或合約而對任何實體或個人有可能獲得所有權或

投資利益或獲得報酬者 
 
報酬包括直接或間接的酬金以及禮物或恩惠有報酬的本質。並非任何財務利益

均具衝突性質，除非國際理事會或有關委員會認定。 
 

3. 程序 
 
a. 有責報告利益衝突之存在 

對於任何有實質上或有可能發生之利益以及可獲利益者，應給予機會提出所有

之事實材料向有關負責考量此項利益之交易或合約之理事及委員會成員報告。 
 

b. 決定是否有利益衝突之存在 
在當事人作利益衝突及有關資料報告之後即應離開，以便理事會或有關委員會

可以繼續討論並表決之。其他的理事或委員會成員應決定是否有利益衝突之存

在。 
 

c. 宣佈利益衝突存在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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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個人利益者可在理事會或委員會之例會中說明，然後即須離場，以便理事

會或有關委員會可以繼續討論並投票決定，是否有利益衝突之交易與合約。 
 

(2) 總會長或該委員會主席，在適當情形下可以指派無利益衝突之代表或委員會

調查該交易與合約議案的其他選擇。 
 

(3) 理事會或委員會在詳加考慮之後應決定國際獅子會是否應改其他更有利並且

不會有利益衝突之交易與合約。 
 

(4) 若無其他更有利並且不會產生利益衝突之交易或合約，理事會或委員會便由

無利益衝突之理事投票表決。多數票決定此利益衝突之交易或合約是否對國

際獅子會有利而且是否公平合理，繼而決定是否做此交易與合約。 
 

d. 違反利益衝突政策 
 

(1) 對於沒有報告有實質或可能發生利益衝突之成員，理事會或委員會有正當理由

通知該成員並給予機會解釋為何沒有報告。 
 

(2) 理事會或委員會在該成員解釋後並依情形之須要再審查。若仍認為該成員有意

不報告有實質或有可能發生利益衝突，即應加以改正並給予適當懲罰。 
 

4. 程序記錄 
 

理事會或委員會例會記錄中應包括以下項目: 
 
a. 自己宣佈或被查出有實質或有可能發生之利益衝突者之姓名、何種利益衝突、

決定是否有利益衝突的行動、理事會或委員會決定是否有利益衝突存在。 
 

b. 出席決定與討論交易及合約是否有利益衝突者與投票者之姓名，討論內容包含

選擇其它沒有利益衝突之交易與合約，及任何與此有關的投票記錄。 
 

5. 報酬、膳食、娛樂(等) 
 
a. 理事會之有投票權成員直接或間接由賣方獲得報酬者不得參與此項利益衝突之

討論會 
 

b. 任何委員會之有投票權成員握有包含報酬在內事務之控制權以及直接或間接由

賣方獲得報酬者不得參與此項利益衝突之討論會 
 

6. 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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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負有理事會所交付特權之幹部、理事、委員會成員必須在年度報告中簽名以

示: 
 

a. 收到利益衝突之政策 
b. 已讀並了解該政策 
c. 同意遵行該政策，並 
d. 了解國際獅子會為非營利組織，為維持其免繳聯邦稅中之一項或以上規定，

必須從事非營利組織之主要活動。 
 

7. 定期審查 
 
為確保國際獅子會遵照非營利組織之規定行事、避免違反非營利組織之規定而失去

減稅之權利，必須舉行定期審查。定期審查項目如下: 
 

a. 收入等報酬須在合理交易下之結果 
 

b. 與賣者之交易與所訂之約必須是遵照政策規定下進行，其進行程序必須有記

錄，付帳交易等行動必須更促進非營利組織之目的，並不可有個人獲利之現

象。 
 

8. 雇用外面專家 
 
國際獅子會可以選擇雇用或不雇用外面專家來執行定期審查。若聘請外面專家執行

審查工作，並非理事會推卸責任而為確保其審查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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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 A 
 

  
 

APPLICATION FOR USE OF LIONS NAME AND/OR EMBLEM 
             
  

 
 

APPLICATION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Sponsoring Club or Distric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ions Clubs 

Attn: Legal Division 
300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Article I of the International By-Laws provides: 
 
The name, goodwill, emblem and other insignia of this association and Lions clubs chartered 
thereunder may not be used, publish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Lions club, Lions club member or any 
Lions district or by any entity (legal or natural, in corporate or any other form) organized and/or 
controlled by any Lions club, Lions club member or members or any Lions district for any purpose 
except those expressly authorized by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or by polic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Board of Directors; and no other individual or entity (legal or natural, incorporated or 
any other form) may use the name, goodwill, emblem and other insignia of the association and Lions 
clubs chartered thereunder without such written consent and license as shall be requi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Board of Directors. 
 
I. Nature of activity or project: 
 

(A) Name of proposed Project/Foundation:       
 
(B) Website of proposed Project/Foundation:       
 
(C) Name(s) of clubs and/or districts involv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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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escribe how approval is given by clubs and/or districts (attach copy of 
minutes/resolu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Source of funds (state in detail): 
 

(1) How are funds rais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Who determines expenditures therefrom, and on what bas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How much, generally, of funds raised in one year are disbursed in  same 
yea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What type information is furnished to participating members and/or clubs concerning 
operation of activiti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Describe in detail nature of participation by clubs (other than contribution or raising 
of funds), i.e., what other details in actual operation are handled by club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       Describe all insurance coverage, in addition to the Lions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ogram, that is in effect or will be obtained for this project (such as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fiduciary, fraud/theft, excess umbrella, property, workers 
compensation, et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Internal organization or structure: 
 

(1) Submit copy of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and By-Law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2) List present officers and term of offi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Is corporation considered charitable by state, province or country in which incorporat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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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Participation of Clubs and/or Districts 
 
(A) If any club or club member chooses to refrain from participating, either originally or 

by withdrawal, will it or he or she incur any pressure or disadvantage of any kind 
within district or club (or area)?  If answer is "yes," please give detail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 or activity, is it necessary for a club or club 

member, to contribute funds or pay dues of any kind?  If answer is "yes," please give 
detail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Purpose 
 

State the purpose of the project/foundation and type of persons or institutions, etc. to be 
beneficiari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V. Duration 
 

(A) How long is project expected to continue? (perpetual, etc.) _______________ 
 

(B) How long has activity been in operation prior to this application?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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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We understand the traditional policy of the association, as implemented and enforced by the 

International Board of Directors over the years, that no district or club or group of clubs or 
club members may, by legislation or otherwise, force any club or member thereof to 
participate, monetarily or otherwise, in any activity project. We understand and have made it 
clear to the clubs and members thereof that district and club dues are separate and apart from 
any funds raised for district  or club activities; and that while dues for administrative 
purposes are necessary for the operation of districts and clubs and, therefore, each club and 
member thereof must bear its and his or her proportionate share, nevertheless, all funds raised 
for district or club activities are to be subscribed voluntarily.  We understand no club or club 
member may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or denied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other matters of the 
club or district as a result of a decision  not to participate in, or to contribute to, any 
club or district activity project.  We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if this application is approved 
by the International Board of Directors, it will be upon the express condition that the 
foregoing provisions of this paragraph VI will be strictly observed and that the license and 
 permission granted thereby may be revoked by said board at any time for breach 
thereof or for any other action our district or group may take or omit to taken which, in the 
sole discretion of said board, shall be deemed to be detrimental to the image and purposes of 
the association or any club or district therein. 

 
 

Signature of Club/District Officer: 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ed Name of Offic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of Offic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id you remember to submit the following with your application?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if applicable) 
 

Constitution and By-Laws/Governing Documents 
 

Minutes or Resolution of the Club/District indicating their support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said Lions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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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Ｂ 
國 際 理 事 會 成 員 及 執 行 幹 部 法 律 責 任 
國際理事會成員 
 
伊利諾州法律責任 
伊利諾州一般非營利法人組織法案第 32 章第 108.05 項條文：”法人組織之事務應由理事會或依理事會

之指示管理。”本册之目的為更明確地定義國際理事會被賦與的理事會授權權力。 
 
理事之基本義務 
理事有管理法人組織之業務及事務之總責任。他們有法律義務發揮合理的關心及勤奮並必須在所被賦

與的權力範圍内行動。 
理事在他所服務之法人組織有三項基本義務：服從、勤奮及忠誠。 
 
服從的義務係要求理事應將所有的活動限於由法人組織成立章程與憲章及附則所賦與的權力範圍之

内。若有故意違反規則或經常因疏忽而未遵從，則理事應對法人負責。 
 
第二項義務為勤奮，係要求理事當代表法人組織行事時應付出”合理的關心及謹慎”。法庭傳統解釋此

項一般標準為理事應發揮為自己事務之利己性所付出的關心謹慎，以相同程度處理為人們福利採取迅

速行動。理事應有興趣於法人團體之業務，包括應保持知道所有法人組織之活動。理事不得以不熟悉

法人組織之活動或無經驗，或者以其誠實的本意做為辯解。 
 
第三項義務為忠誠，係期待理事避免從事傷害或由法人組織得到利益之自己個人活動。忠誠包括要求

理事在處理法人組織參與之交易時要公正。決定公正之因素為深思熟慮、處理交易時團體之需求、法

人組織的財務情形、須有替代方案及完全公開。 
 
伊利諾州共同法律義務之法規明文禁止理事及職員向法人組織借貸。若理事會通過該項借貸，投票或

同意之理事應分別地與法人組織負有連帶責任至償還為止。 
 
伊利諾州之判例法採納公司機會準則。此項原則陳述法人組織之理事或職員不得在未給法人組織第一

個行動機會前，轉移可能有益法人組織之業務機會。在決定是否轉移法人組織之業務機會時，理事應

維持一般業務道德來衡量之 “良好誠信”之標準。 
 
公司機會準則可引伸於購買土地、業務資産或任何理事有理由知道的法人組織有益處之事務。理事若

未給法人組織第一個行動機會，應對法人組織可得到之利益負責。 
 
理事為忠誠者 
一般都接受法人組織的理事及職員與法人組織有忠誠關係的地位。伊利諾州之法庭宣稱：”一項忠誠關

係自動存在於法人組織與其理事及職員之間。” 
此項忠誠關係要求理事在任何場合都應以良好誠信行事並對其工作應本良心關懐及做最好的判斷。 
理事以良好誠信並合理地相信是以法人組織的最大利益來執行其職務通常都符合其對法人組織的義

務。伊利諾州之法庭通常不干渉理事之對法人組織的管理若其無詐欺或非法行為或要求其對錯誤之判

斷負責任若係以良好誠信來行事。 
 
理事僅出席理事會議就含有同意之意思 
理事出席理事會議時若有任何法人組織的事務決議，視為同意，除非會議記錄内有其不同意之記錄；

或在閉會前以書面向會議之秘書表示不同意；或於閉會後立即以掛號信向法人組織之秘書通知其不同

意。但若理事投票贊同一項建議案，無權再以掛號信表示不同意。 
總之，若理事不同意理事會所採取之行動，必須依上述程序聲明異議否則將依其出席視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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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組織職員 
法定責任 
由於法人組織職員的義務及權利較廣泛，伊利諾州之一般非營利法人組織法案並未有特別規定。

一般而言，職員擁有憲章附則所規定之權利及義務或當其違反憲章附則時由理事會來決定。 
 
職員的一般權利 
法人組織職員之權利範圍並不容易界定。當局外人對職員之權利的信頼相關時，職員的實質的權

利及其表面的權利之問題可能變成十分重要。 
 
各職員被期待在其權利範圍内行事，若超過此範圍須對法人組織負責。當職員超過權力及授權範

圍造成局外人之傷害時，該職員應負責任除非法人組織認可此項非授權行動並對其負起法人組織

之責任。 
 
職員的法定權力 － 實質、表面或經批准行動 
法人組織職員之權力得為實質(明定或内含)、表面或由批准權力外之行動得來。 
 
實質的權力 
職員由法令、法人組織成立之章程或法人組織的憲章及附則或理事會的決議取得明定的權力。如

可在附則列舉不同職位以及定義各職位之職權。 
 
實質權力若未明定通常稱為”内含”或”固有”權力。職員可基於其職位固有之權力取得其内含之權

力。 
 
現代伊利諾州之判例法有傾向訂立一項可抗辯之假設，會長有權力代表法人組織執行法人組織例

行事務（日常業務）。會長為實質上之總經理，而總經理有基於其職位固有之内含權力。總經理

有内含權力以訂定合約或對法人組織例行事務採取適當的行動。此事實指出若一個人被允許執行

總經理之工作就足以授與此項内含權力。總會長應認知他擁有此項内含權力的法定假設之事實，

必須依此理念主導此對國際獅子會有拘束力之行動。 
 
國際副總會長與國際總會長不同，並無此項固有權力，除非國際總會長因死亡、生病或其他無法

執行權力的原因。 
 
明顯的權力 
明顯的權力有時可視為表面的權力，存在於法人組織提供某種權力給一位職員或代理人而第三者

基於良好誠信相信此項權力存在。在此情形下，法人組織及該第三者可能不拒絶此項權力。總

之，當有明顯的權力時，没有明定或内含之實質的權力並不重要。此項關係強調法人組織與他人

可由聲明之代理人處理業務。 
 
經核准之授權 
職員超過其權力範圍行事，該行動應取得理事會之批准。批准應很明確，如由理事會之決議批准

或内含；例如，基於對事實之認識接受未授權行事所得之利益。 
 
若職員未經授權而聲稱代表法人組織與人簽約，該職員個人應對合約之第三者負責。此項規則之

理論基礎為聲稱代表首長與人簽約者，而首長否認或違反授權的内含範圍，則此人應負責。被授

權之職員若不公開其僅為以法人組織的代理人之身分執行合約則應對此合約負責。職員若個人保

證法人組織應負之職責，則應負相同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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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衝突條款 
 
考慮國際獅子會對其會員及公衆所應負之責任，國際理事會採行以下關於公開有關交易之

要求及可能渉及潛在利益衝突之關係之政策及程序： 
 

• 各幹部、理事及職員應避免其個人利益與國際獅子會之利益發生衝突或可能發生衝

突。 
 

• 嚴格禁止使用國際獅子會之資産於任何非法或不正當之目的。 
 

• 不得為任何目的設置任何不公開或無記錄之資産。 
 

• 不得以任何理由做假帳，任何職員均不得從事於造成該禁止行為之安排。 
 

• 任何付款若有任何部分意欲用於與佐證文件所説明不同之任何目的將不被批准或不

支付。 
 

• 任何職員得知任何無記錄之資産或任何被禁止之行為必須立則報告國際獅子會的管

理階層。 
 

• 本政策要求國際獅子會的理事會成員、主要管理人員及敏感職位之職員每年提出聲

明書保證自己符合本政策之要求。 
 
國際獅子會的財務及總部運作委員會負責審査及加強本政策。職員之自清聲明書應

由國際獅子會執行長先行審査及評估。審査完成後，執行長將向財務及總部運作委

員會委員報告其所見做最終之分析及行動。 
 

• 本政策應解釋也適用於獅子會國際基金會之信託理事及其職員。 
 



 

2017 年 11 月 13 日 生效                                         XV - 40 
 

 
附錄 C 

品德與行為標準 
（執行幹部、國際理事、與指派理事） 
本組織為服務組織，服務態度與服務對我們而言都很重要。我們的會員、執行幹部、國際

理事、指派理事、行政職員、國際獅子會職員與社區等，對您們的日常行為有高標準的期

望。獅子會及其會員、幹部、理事、國際獅子會職員，不須向我們所服務的對象或社區要

求採取行動來證明我們違反本準則。獅子會以四個核心價值觀定義誠實與高尚的品德，並

作為道德信條的基礎：  
 
品德 - 國際獅子會對個人與職業品德標準定有極高的標準。我們必須盡全力保障本組織的

這項資產。並須遵守本組織的政策與適用的法規。 
 
負責 – 國際獅子會期望所有的前任或現任執行幹部、國際理事、指派理事都認真執行由

國際獅子會所交付之職責，並對其個人行為與工作負責。國際獅子會絕不容忍任何違反準

則的行為。 
 
團結 – 國際獅子會透過團結，鼓勵創新、創造力、肯定的成果以維持服務環境。我們必

須透過訓練、激勵、宣傳，領導全體會員積極參與及個人發展。我們鼓勵開放及有效的溝

通與互動。 
 
傑出 – 國際獅子會致力於公平、互相尊重、多元化與信任。我們必須互相挑戰以改進我

們的服務、我們的程序、我們自己。我們一起服務我們的會員與社區，協助達到本組織服

務的目標。 
 
您的責任以深刻了解國際獅子會的核心價值觀與行為標準作為開始，您的角色須維護國際

獅子會行為標準。國際理事會政策中有多項行為標準規定，包含任務宣言(第一章 A.)、道

德信條(第六章 1.A.)、服務活動與會員的反歧視宣言、 (第一章 M. 及第十八章 G.)、授證

分會的責任(第五章 A.)、向公眾所籌款項之用途(第十五章 G.1.)、稽核規定(第九章 B., 第
二十二章 C.)、籌款辦法(第十五章 A.2.f)、利益衝突(第十五章 L.)、與隱私權(第十五章

Exh.D.)。國際憲章與附則、理事手冊提供道德標準與行為的額外綱領。很多情況，行為

標準貫穿於法律規定中。國際憲章與附則、理事手冊提供道德標準與行為的額外綱領。很

多情況，行為標準貫穿於法律規定中。若對行為標準與法律規定有不了解之處，您有責

任向國際理事會適當的委員會或國際獅子會之有關司提出，(如財務與總會運作司負責審

核利益衝突議題、憲章與附則委員會及/或法律司審核法律問題)。有關品德或法律問題亦

可向執行幹部、或國際獅子會行政職員提出。 
 
國際獅子會道德標準的四個核心價值觀及國際理事會政策，提供您作正確決定的綱領及架

構。這些資料並非提供所有的答案，您的“正確”行為及道德是最佳的評斷。我們一起將獅

子會誠意與品德之傳統繼續傳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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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品德與行為標準（總監議會議長） 
 
本組織為服務組織，服務態度與服務對我們而言都很重要。我們的會員、您的總監議

會、執行幹部、國際理事、指派理事、行政職員、國際獅子會職員與社區等，對您們的

日常行為有高標準的期望。獅子會及其會員、幹部、理事、國際獅子會職員，不須向我們

所服務的對象或社區要求採取行動來證明我們違反本準則。獅子會以四個核心價值觀定義

誠實與高尚的品德，並作為道德信條的基礎： 
 
品德 - 國際獅子會對個人與職業品德標準定有極高的標準。我們必須盡全力保障本組織的

這項資產。並須遵守本組織的政策與適用的法規。 
 
負責 – 國際獅子會期望所有的總監議會議長都認真執行由國際獅子會所交付之職責，並

對其個人行為與工作負責。國際獅子會絕不容忍任何違反準則的行為。 
 
團結 – 國際獅子會透過團結，鼓勵創新、創造力、肯定的成果以維持服務環境。我們必

須透過訓練、激勵、宣傳，領導全體會員積極參與及個人發展。我們鼓勵開放及有效的溝

通與互動。 
 
傑出 – 國際獅子會致力於公平、互相尊重、多元化與信任。我們必須互相挑戰以改進我

們的服務、我們的程序、我們自己。我們一起服務我們的會員與社區，協助達到本組織服

務的目標。 
 
您的責任以深刻了解國際獅子會的核心價值觀與行為標準作為開始，您的角色須維護國際

獅子會行為標準。國際獅子會有多項行為標準規定，例如任務宣言、道德信條、服務活動

與會員的反歧視宣言、授證分會的責任、向公眾所籌款項之用途、稽核規定、籌款辦法、

利益衝突、勸募與隱私權。國際憲章與附則、總監議會議長手冊、國際理事會手冊中提供

道德標準與行為的政策之說明與額外綱領。很多情況，行為標準貫穿於法律規定中。若對

行為標準與法律規定有不了解之處，您有責任向國際理事會適當的委員會或國際獅子會之

有關司提出，(如財務與總會運作司負責審核利益衝突議題、憲章與附則委員會及/或法律

司審核法律問題)。有關品德或法律問題亦可向執行幹部、或國際獅子會行政職員提出。  
 
國際獅子會道德標準的四個核心價值觀及國際理事會政策，提供您作正確決定的綱領及架

構。這些資料並非提供所有的答案，您的“正確”行為及道德是最佳的評斷。我們一起將獅

子會誠意與品德之傳統繼續傳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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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品德與行為標準（總監） 
 
本組織為服務組織，服務態度與服務對我們而言都很重要。我們的會員、您的總監、執行

幹部、國際理事、指派理事、行政職員、國際獅子會職員與社區等，對您們的日常行為有

高標準的期望。獅子會及其會員、幹部、理事、國際獅子會職員，不須向我們所服務的對

象或社區要求採取行動來證明我們違反本準則。獅子會以四個核心價值觀定義誠實與高尚

的品德，並作為道德信條的基礎： 
 
品德 - 國際獅子會對個人與職業品德標準定有極高的標準。我們必須盡全力保障本組織的

這項資產。並須遵守本組織的政策與適用的法規。 
 
負責 – 國際獅子會期望所有的總監都認真執行由國際獅子會所交付之職責，並對其個人

行為與工作負責。國際獅子會絕不容忍任何違反準則的行為。 
 
團結 – 國際獅子會透過團結，鼓勵創新、創造力、肯定的成果以維持服務環境。我們必

須透過訓練、激勵、宣傳，領導全體會員積極參與及個人發展。我們鼓勵開放及有效的溝

通與互動。 
 
傑出 – 國際獅子會致力於公平、互相尊重、多元化與信任。我們必須互相挑戰以改進我

們的服務、我們的程序、我們自己。我們一起服務我們的會員與社區，協助達到本組織服

務的目標。 
 
您的責任以深刻了解國際獅子會的核心價值觀與行為標準作為開始，您的角色須維護國際

獅子會行為標準。國際獅子會有多項行為標準規定，例如任務宣言、道德信條、服務活動

與會員的反歧視宣言、授證分會的責任、向公眾所籌款項之用途、稽核規定、籌款辦法、

利益衝突、勸募與隱私權。國際憲章與附則、總監手冊、國際理事會手冊中提供道德標準

與行為的政策之說明與額外綱領。很多情況，行為標準貫穿於法律規定中。若對行為標準

與法律規定有不了解之處，您有責任向國際理事會適當的委員會或國際獅子會之有關司

提出，(如財務與總會運作司負責審核利益衝突議題、憲章與附則委員會及/或法律司審核

法律問題)。有關品德或法律問題亦可向執行幹部、或國際獅子會行政職員提出。  
 
國際獅子會道德標準的四個核心價值觀及國際理事會政策，提供您作正確決定的綱領及架

構。這些資料並非提供所有的答案，您的“正確”行為及道德是最佳的評斷。我們一起將獅

子會誠意與品德之傳統繼續傳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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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品德與行為標準（分會幹部） 
 
本組織為服務組織，服務態度與服務對我們而言都很重要。我們的會員、您的分會幹部、

總監、國際理事、執行幹部、行政職員、國際獅子會職員與社區等，對您們的日常行為有

高標準的期望。獅子會及其會員、幹部、理事、國際獅子會職員，不須向我們所服務的對

象或社區要求採取行動來證明我們違反本準則。獅子會以四個核心價值觀定義誠實與高尚

的品德，並作為道德信條的基礎： 
 
品德 - 國際獅子會對個人與職業品德標準定有極高的標準。我們必須盡全力保障本組織的

這項資產。並須遵守本組織的政策與適用的法規。 
 
負責 – 國際獅子會期望所有的分會幹部都認真執行由國際獅子會所交付之職責，並對其

個人行為與工作負責。國際獅子會絕不容忍任何違反準則的行為。 
 
團結 – 國際獅子會透過團結，鼓勵創新、創造力、肯定的成果以維持服務環境。我們必

須透過訓練、激勵、宣傳，領導全體會員積極參與及個人發展。我們鼓勵開放及有效的溝

通與互動。 
 
傑出 – 國際獅子會致力於公平、互相尊重、多元化與信任。我們必須互相挑戰以改進我

們的服務、我們的程序、我們自己。我們一起服務我們的會員與社區，協助達到本組織服

務的目標。 
 
您的責任以深刻了解國際獅子會的核心價值觀與行為標準作為開始，您的角色須維護國際

獅子會行為標準。國際獅子會有多項行為標準規定，例如任務宣言、道德信條、服務活動

與會員的反歧視宣言、授證分會的責任、向公眾所籌款項之用途、稽核規定、籌款辦法、

利益衝突、勸募與隱私權。國際憲章與附則、分會幹部手冊、國際理事會手冊中提供道德

標準與行為的政策之說明與額外綱領。很多情況，行為標準貫穿於法律規定中。若對行為

標準與法律規定有不了解之處，您有責任向國際理事會適當的委員會或國際獅子會之有

關司提出，(如財務與總會運作司負責審核利益衝突議題、憲章與附則委員會及/或法律司

審核法律問題)。有關品德或法律問題亦可向執行幹部、或國際獅子會行政職員提出。  
 
國際獅子會道德標準的四個核心價值觀及國際理事會政策，提供您作正確決定的綱領及架

構。這些資料並非提供所有的答案，您的“正確”行為及道德是最佳的評斷。我們一起將獅

子會誠意與品德之傳統繼續傳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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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
國際獅子會 
隱私政策 

國際獅子會會員個人資料之收集及使用 
 
國際獅子會 (LCI) 了解保護其會員隱私資訊的重要性。LCI所收集的獅子會會員及青少獅

的個人資料限在溝通及會員間使用。本資料限用於實現“以結合分會的友誼及相互了解” 
目的，以及必要運作之須要，包含如下:  

• 會費及其他費用 
 

• 郵寄 獅子 雜誌、會員/幹部資料、更新資料 
 

• 所收集的會員資料用來支持新會發展、會員發展、會員保留等活動 
 

• 年會及會議的計劃 
 

• 與獅子會/青少獅連絡的資料，包含現任及前任國際幹部、國際理事及指派

委員、總監議會議長及複合區主任委員、總監、第一及第二副總監、分會幹

部等 
 

• 推動公關活動和合作聯盟 
 

• 支持獅子會國際基金會及其他核准的服務活動 
 

• 遵守國際理事所決定的國際獅子會目標及目的下所作的特別廣告、非會費收

入的活動、或其他目的 
 

• 唯有在法律規定或政府或司法調查時須要下才會透露 
 
國際獅子會使用密碼保護區並嚴格限制這類資訊的取得來保護個人資訊。保密您的密碼是

非常重要的。 
 
任何付款資料在交易時都有軟體保護，它將您所有的個人資料都護上保護措施，在網際網

路上不會洩漏。當我們確認您訂購物品，只顯示信用卡上小部分的號碼。 
 
網路上的官方通訊錄須要有密碼才能看，取得官方通訊錄或任何包含會員個人資訊之文件

的個人，僅限將資訊用於發揚 LCI 之目的，且必須在使用後刪除所有這類記錄。  但分會

地點及分會幹部的連絡資料可以取得。尋找獅子會地點的設計可防止資料用於商業上郵寄

清單，而獅子會/青少獅會員應確保此資料不供該目的使用。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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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用本網站的某些功能，您可能須分享個人資料。雖然註冊是自願的。但是，參加這

些部分的網站，您必須註冊。註冊需要透露個人資料，您可以透過更新您偏愛的電子通訊

檔案，來控制我們如何使用您的資料。 
 
Cookies （小型文字檔案） 
 
cookie 是一個小量的數據，它通常包括一個獨特的匿名識別碼，從一個網站的計算器發送

到你的瀏覽器，並儲存在您的電腦硬盤中。如果您的瀏覽器允許，則每個網站都可以發送

自己的 cookies 到您的瀏覽器。但（為了保護您的隱私）大多數瀏覽器只允許一個網站進

入和那個已經發送給您的相同網站的 cookies，而不接受其它網站發送給您的 cookies。 
 
LCI 可能在您的電腦中設置和進入我們自己的 cookies。LCI 可能使用 cookies 來辨識您作

為重復訪問者或網站用戶（若適用）的身分，以維持已登錄用戶的内容信息，並跟蹤使用

趨勢和模式，以便更好地了解和改善我們網站的各方面。 
 
LCI 還允許在我們網站中投放内容的其它公司在您的電腦中設置和進入他們自己的 
cookies。其它公司對 cookies 的使用由其各自的隱私政策來決定。我們不能進入由第三方

廣告用戶儲存的關於您的任何信息。 
 

我們可以使用第三方廣告公司代表我們來做廣告。這些公司可使用 cookies 和行動標簽

（也稱為單像素 gif 或網絡信標）來衡量廣告的有效性。這些第三方公司通過 cookies 和
行動標簽收集的任何信息，都是完全匿名的。如果您想知道更多關於這個做法及您的可選

做法的信息，請點擊這裡。 
 
透過提供您的電子郵件地址，您同意(選擇加入)，以接收國際獅子會及其系列活動之資

料。您可以選擇退出(退訂)，更改您的電子郵件通知設定或調整您的訂閱檔案上之偏好。  
 
您應該知道，當您在本網站當中時，有可能會被導向其它的網站而不受我們的控制。如果

您造訪一個鏈接到我們網站的的其他網站，在提供任何個人信息之前，應該先參閱其隱私

政策。 
 
 
如果您不同意我們的政策和做法，就不應該使用我們的網站。 
 
分會/青少獅會、區、複合區及基金會隱私政策的建議 
貴分會分會/青少獅會、區、複合區及/或基金會應慎重考慮您的隱私政策，當使用會員、

捐款人、人道活動受惠者等的個人資料或者您舉行活動時所取得的他人資料，均應遵守類

似的規定。當您要透露任何個人資料如姓名、住址、電話、財務、病歷、電子郵件等，須

先取得書面許可。如果您要在網路上刊登任何個人資料，或告訴第三者(方)他人的電子郵

件，請您須慎重處理。您務必了解 地方法律關於此政策的規定，並且這些法律也因不同

國家而有差別。因此在您使用任何個人資料前，應請教當地的專家進一步了解此政策的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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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政策如果您有疑問之處，請隨時與國際獅子會連絡，電話(630) 571-5466, 分機

3847 或電子郵件 legal@lionsclubs.org. 
 

mailto:legal@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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